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长镜头

干练、热情、大方，这是记者在南航湖南分公司第一
眼见到程凤萍所产生的印象。虽然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但
岁月仿佛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相貌身材都无法和
52岁的年龄挂上钩。

“我真的很热爱这个职业，不管有着怎样的心情，只
要一穿上乘务员的制服，我就可以立马找到感觉。如果身
体和政策允许，我希望我能够飞到六十岁！”已是乘务长
和带飞教员的程凤萍对记者如是表示。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蒋湘玉 图/记者 和婷婷 摄

她是湖南首批民航空姐，一飞33年
乘务长程凤萍：经历8次制服换装，希望一直飞到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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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2日讯 8月10日15
时， 在湖南省沅江市湘北市场，一
场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正在进行，益
阳赫山、特勤、资阳、沅江消防中
队、沅江纸厂企业消防队先后派出
16台消防车、80名消防官兵参与演
练，政府应急、公安、医疗、环保、供
电、燃气等多部门联动配合，1个半
小时后，“大火”被成功扑灭。

当天下午3时，湘北市场四街

某商铺老板像往常一样忙着做生
意，由于用电不慎引起火灾，浓烟
滚滚，火势蔓延迅速，有人员被困。
湘北管理处值班人员发现“火情”
后，立即启动应急广播，拨打119
报警电话。

沅江市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后， 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兵分两
路，先进行火场侦察，再利用固定
消防设施进行灭火， 并铺设水带

建立救援通道。15分钟后，被困人
员被成功救出。

此时火势借风势迅速向四周
蔓延。119指挥中心先后调派赫
山、特勤、资阳、沅江消防中队、沅
江纸厂企业消防队增援力量迅速
抵达火灾现场，16时许，在各方力
量的密切配合下，“大火”被成功扑
灭。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冷芳 通讯员 陈灿

本报8月12日讯 轻信他人的介
绍， 以为能帮儿子找个辅警的好工作，
没想到等来了公安部门的协查通知。近
日，长沙开福公安在查处一起诈骗案件
时，发现其中的端倪，揭露了骗局。

今年6月下旬， 单先生为了给儿
子找份体面的工作，通过朋友认识了
“神通广大”的周某，希望通过其疏通
关系在公安局谋求一个辅警岗位，先
后给了9万元，委托对方“运作”。为让
单先生放心，周某还制作了辅警招录
登记表等一系列的资料。

正当单先生美美地期盼着好消
息的时候，他果真接到了公安局的电
话， 不过却不是通知他儿子来上班，
而是通知他配合接受对诈骗犯罪嫌
疑人周某的调查。

原来，今年1月，周某办理汽车牌
照诈骗了5万元， 是开福警方一直在
追查的诈骗嫌疑人。7月20日，开福区
刑侦大队在辖区某小区将周某抓获，
同时在其家里搜出了相关伪造资料，
于是联系上受害人单先生。

正值找工作的高峰，开福警方在
此提醒大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录有
严格的程序，逢进必考，不要去轻信
那些“高人”所谓的关系、指标等，也
不要给犯罪分子留下钻空子的机会。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邓嘉利
通讯员 张铁山

本报8月12日讯 近日，长
沙市国家安全局查处一起故意
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
务及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国家
秘密案件， 对某保险公司湖南
分公司下属营业部经理舒某某
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侦办
某重要案件时， 向舒某某调查
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 并要求
舒某某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便利
与协助。同时，办案人员对舒某
某进行了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
宣教。 舒某某承诺保守所知悉
的有关反间谍工作国家秘密，
并亲笔书写了保密承诺书。

但事后， 舒某某故意将国
家安全机关调查询问内容及要
求其协助开展工作事项泄露给
他人， 并在国家安全机关再次
找其协助、 配合开展有关反间
谍工作时， 拒不配合， 态度恶
劣，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
法执行任务， 给案件侦办造成
危害。

根据《反间谍法》 第三十
条、第三十一条，及《反间谍法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决定对
舒某某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国
家秘密及以非暴力、 威胁方法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
行任务之违法行为， 处以行政
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反间谍法》于2014年11月
1日起施行，是以防范、制止和
惩治间谍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
为目的的法律。 该法律明确规
定了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
作的主管机关； 一切国家机关
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及各企事业组织， 都有防
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
全的义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
应当保守所知悉的有关反间谍
工作的国家秘密； 公民和组织
应当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便利或
者其他协助。

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提醒广
大公民，学习《国家安全法》《反
间谍法》《反间谍法实施细则》，
有助于公民切实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义务， 更好地支持
配合国家安全工作。 国家安全
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关于间谍
行为线索的举报电话为12339，
举报人所提供的举报内容必须
真实可靠，不可捏造、编造。国
家对支持、 协助反间谍工作的
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 对有重
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本报记者

1600多人里挑15人
19岁的美少女成“人尖”

“在那个年代当上空姐
是一件特别骄傲和光荣的
事！” 程凤萍告诉记者，1985
年， 刚满19岁的她经过层层
严格的选拔进入中国民航局
广州管理局湖南省局工作，
成为湖南省招飞的15名第一
批空姐之一。而在当时，黄花
机场也未成型， 南航湖南分
公司还未成立。

“当时电视里正热播《空
中小姐》，我觉得里面的空姐
特别美，特别有气质，我也想
跟她们一样。”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当
空姐是无数少女追求的梦
想， 所以考核也非常严格。
“当时过来参与选拔的就有
1600多人。选拔测试方面，目
测、体检、文化考试和政审都
有，难度很高。那个时候的通
讯还不发达， 考核结果都是
张贴张榜公布， 我几乎每天
都跑到张榜处观望。 最后结
果公布，15个名字中我排名
第6名。”程凤萍说。

刚入职的准空姐程凤萍
在长沙市大托铺机场经过不
到1个月的岗前培训后，因为
一名空姐生病， 由她临时顶
班登机，正式开始空姐生涯，
这一飞就是33年， 单是制服
换装就经历了8次。

“我刚工作的时候，空姐
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程凤
萍告诉记者， 由于当时的航
线只有三条， 所以一天基本
就飞一趟。“当时乘坐飞机的
人需开介绍信，48座的飞机
一般只乘坐10多人， 最多也
只有20余人， 配备一个空乘

就可以完成工作。”

飞行33年，练就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本领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
我很受宠爱。 当时父母也觉
得我这样一个吃饭都挑食的
人肯定吃不了这份苦。 但工
作这么多年， 经历过一些紧
急事件后， 自己坚韧的一面
越发明显。“程凤萍说。

33年里， 她飞过安-24、
波 音 737-300/500/800、 波
音738、空客319/320/321、瑞
典萨博等机型， 以零安全差
错和零有效服务投诉飞行
27800小时。工作中，程凤萍
练就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的本领， 能够做到对不同的
航线、 不同的群体提供针对
性的服务举措。

在1997年5月，一趟从汕
头至北京的航班上来了一对
年轻夫妻，带着一名2岁的小
孩去北京做心脏手术。 起飞
不到50分钟后， 小孩呼吸困
难、 脸色突变， 生命危在旦
夕。 程凤萍及时为小孩提供
吸氧，报告机长，并广播寻找
医生。为了小孩的安全，机长
决定就近备降， 但年轻夫妻
执意想去北京。 在多次劝说
下， 年轻夫妻终于明白了其
危险性，配合备降工作。在救
护车接走小孩后， 程凤萍电
话慰问小孩母亲。 小孩母亲
哭着说：“多亏了机组决定备
降， 再晚一点点将可能永远
失去这个孩子。”

记者获悉， 为了应对繁
重的飞行任务， 已经年过半
百的程凤萍还参与了各类健
身运动来锻炼身体， 时刻保
持旺盛的精力。

［老照片新生活］

▲程凤萍与飞机模型合影。

据悉，随着民航业的发展，南航的服务品质也在不
断提升。程凤萍见证了整个航空运输行业服务由简单到
规范。比如南航湖南分公司的飞机变大了，航线也从成
立初期的八条航线到现在的三十六条国内、国际地区正
班航线，候机楼由简单的几排凳子到现在拥有专属的高
端休息室，空姐的形象也细致到头发丝和指甲长度……

据介绍，1995年开始， 全国交通行业开始注重服务
品质。已经到南航湖南分公司的程凤萍告诉记者，当时
湖南分公司打造的芙蓉乘务示范组被评为“全国青年文
明号”。

民航服务越发标准规范

父母托人为儿找工作
落入骗局9万元泡汤

故意泄露反间谍案件
保险公司经理被拘15日

益阳开展大型综合市场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程凤萍在机舱内服务留影图。


